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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理「2017 年消防及災害防救理論與實務研討
會」，並邀請內政部邱昌嶽次長蒞臨致詞。

4日

刑事警察局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彰化縣警察
局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新加坡警察部隊刑事偵查局共同破
獲跨境電信詐欺機房案，為臺星合作偵破首宗電信詐騙新加坡公民
案件，緝獲嫌犯 6 人，起獲現金 60 萬餘元及詐騙用手機、電腦等相
關器材(文件)1 批等贓證物。

5日

行政院賴清德院長視察「新世代反毒策略第三站−內政部警政署」時
表示，警察機關是查緝毒品犯罪的主力，而「新世代反毒策略」便
是以人為中心的防制思維，由於警察機關深入社會各個角落，對於
毒品問題應有最直接之瞭解，106 年與 107 年為「掃蕩期」，政府反
毒策略在「清出黑數」，請本署與各警察機關持續全力查緝。

6日

刑事警察局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共同偵破涉嫌
豢養人頭向銀行詐貸案，緝獲嫌犯 12 人，起獲人頭公司資料、存摺
及現金新臺幣 13 萬元等贓證物。

10 日至

史瓦濟蘭王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甘梅澤閣下一行 3 人蒞臨我國參

14 日

訪，執行國賓禮遇及警衛安全維護勤務，順利圓滿完成任務。

11 日

本署陳家欽署長分別至保安警察第五總隊及臺東縣警察局，瞭解勤
業務運作現況，並與員警進行座談。

11 日

刑事警察局與法務部調查局、外交部、保三總隊、彰化縣、嘉義市、
高雄市、基隆市、新北市、新竹市、臺北市、臺中市等警察局以及
多明尼加檢察總署共同破獲跨境電信詐騙集團案，緝獲嫌犯 23 人，
起獲現金新臺幣 830 餘萬元、汽車 6 部、手機、筆電、詐騙教戰守
則及凍結價值約 1 億 4,000 萬元之不動產 10 筆等贓證物。本案係我
國與中美洲國家聯合查緝電信詐騙集團之首宗案件。

12 日 至 刑事警察局規劃實施 106 年第 6 次全國同步掃黑行動專案，共計動
21 日

員警力 1 萬 2,863 人次，檢肅到案治平專案目標 15 人、成員 108 人，
掃蕩幫派經常活動場所 2,242 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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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日

總統府於 106 年 12 月 11 日至 15 日舉辦「106 年府會資安週－資安
即國安」活動，邀請台灣駭客年會(HITCON)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
科技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行政院資安處及本
署刑事警察局等相關單位設立攤位進行資訊安全教育宣導活動展
覽。其中刑事警察局以「資安鑑識與勘查」為主軸，設計一系列以
「資安神探－數位時代的福爾摩斯」為主題之活動，並於 12 月 13
日舉辦亮點日活動，安排相關設備導覽解說、資訊安全犯罪預防宣
導及有獎徵答活動。

13 日

「106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」於考試院舉行表揚大會，本署「前
瞻警政、科技警察」智慧聯網專案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「新北科技
防衛城 CSI 全方位鑑識團隊」榮獲團體獎，刑事警察局隊長張文源
（現任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）榮獲個人獎，分別由邱
豐光副署長、艾鵬副局長及張文源大隊長代表接受總統頒獎。

13 日

行政院賴清德院長於 106 年第 6 次治安會報頒獎表揚「106 年暑期保
護青少年-青春專案」績優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，感謝各獲獎單位為
保護青少年安全付出的努力與奉獻。

13 日

刑事警察局與保七總隊第三大隊、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中區督察大
隊共同破獲竊占國土案，緝獲嫌犯 3 人，起獲土地契約書 9 張及相
關文件 1 批等贓證物。

15 日

葉俊榮部長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，頒發「破案茶」慰勉執
勤員警及近期破獲刑案有功人員，並於偵查隊與同仁座談。

15 日

本署陳家欽署長訪視金門縣警察局，聽取警察局工作簡報及進行座
談，並頒發工作獎勵金。

15 日、27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與刑事警察局、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共同破獲大
日

陸籍漁船走私毒品案，緝獲嫌犯 5 人，起獲第四級毒品氯假麻黃鹼
20 包，毛重 506 公斤。本署陳家欽署長於 27 日至澎湖縣政府警察局
致贈破案獎金，並慰勉員警執勤辛勞。

16 日

刑事警察局與新竹市政府警察局、航空警察局、財政部關務署臺北
關等單位共同於桃園機場破獲以「人體夾帶」方式由馬來西亞跨境
運輸毒品入境案，緝獲嫌犯 4 人，起獲三級毒品愷他命 9.216 公斤。

17 日

「八百壯士護憲維權指揮部」於立法院大門前舉辦「八百壯士護憲
維權 300 日」活動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及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全力部
署執行安全維護勤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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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日

刑事警察局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屏東縣政府
警察局共同破獲涉嫌販賣毒品及毒品咖啡包分裝工廠案，緝獲嫌犯 3
人，起獲毒品安非他命 3,019.5 公克、咖啡包 98 包(364 公克)、2
級與 3 級毒品混合物 1 包(113.5 公克)、K 他命 35 公克及毒品分裝
器具 1 批等贓證物。

19 日

刑事警察局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共同破獲咖啡
包分裝廠案，緝獲嫌犯 4 人，起獲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90 公克、愷他
命毛重 388 公克、毒品咖啡包 134 包、一粒眠 14 顆、含 mdma 成份
之咖啡包原料 101 公克、含有 K 他命成份之咖啡包原料 130 公克、
改造土耳其製 zoraki 半自動手槍 1 枝、子彈 38 發、長短彈匣各 1
個、贓款新臺幣 18 萬 3,600 元、帳冊及包裝器具 1 批等贓證物。

20 日

中央警察大學舉行警正班第 26 期學員結訓典禮，由刁建生校長主
持，本署陳家欽署長親自出席並訓勉結訓學員。

20 日

刑事警察局於臺北文創舉辦「最 IN 反毒創意徵選公開秀」活動，現
場播放「阿仁」及「拒絕毒害，青春無礙」反毒短片創作徵選活動
優勝學生作品，並全程透過臉書直播。

20 日

苗栗縣警察局舉行竹南分局外埔派出所新建廳舍落成啟用典禮，由
徐耀昌縣長主持。

21 日

刑事警察局與臺北市、高雄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新北市、臺南市、
新竹市、雲林縣、嘉義市等警察局共同破獲「東吉娛樂城」簽賭網
站，專案小組動員逾百名警力，分別於全國各地 22 處所執行搜索，
緝獲嫌犯 22 人，起獲電腦主機 23 臺、簽賭用手機 32 支、路由器及
接收器 8 臺、SIM 卡 9 張及人頭帳戶等贓證物。

22 日

刑事警察局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北市政府
警察局、鐵路警察局及航空警察局共同破獲「南鯤鯓代天府」及「赤
山龍湖巖」神像遭詐取案，於臺北市緝獲嫌犯許○權，並在新北市
樹林區起獲遭詐取「騎哮媽」
、
「觀世音菩薩(老三媽)」
、桃園市桃園
區起獲「開基鹿港池王」及「開基八三王」等 4 尊國寶級神像。

23 日

「2017 五一行動聯盟」於民進黨中央黨部及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辦「反
過勞、拒絕勞基法修惡」活動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及保安警察第六
總隊全力部署執行安全維護勤務，惟過程發生群眾故意衝撞警察封
鎖線及占據重要路口等非理性行為，並導致 23 名執勤員警受傷，本
署陳家欽署長分別至勤務處所及醫院探視受傷員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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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日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籃球代表隊參加「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6 學年度
新生盃籃球錦標賽」
，榮獲冠軍。

25 日

刑事警察局舉行「除暴特勤隊」揭牌儀式，由劉柏良局長主持，並
邀請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等相關單位蒞臨觀禮。

25 日至

刑事警察局規劃執行全國同步查緝車手專案(代號：斬手行動)，共

28 日

計緝獲詐欺車手 169 名、車手頭 10 名，總計 179 名，其中拘提到案
之車手 151 名、現行犯逮捕 28 名。

30 日

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調查局新竹市調查站、航
業調查處臺中站、林務局竹東工作站等單位共同於臺中市清水區查
獲全臺最大牛樟木收贓倉庫，緝獲嫌犯 5 人，起獲總重逾 50 噸牛樟
木及相關製品等贓證物。

106 年12 月 為確保 106 年跨年及 107 年元旦連續假期交通安全與順暢，依各轄
30 日至 107 區交通特性妥適規劃交通疏導管制作為，並配合高速公路匝道儀控
年1 月1 日 管制及回堵車流疏導，透過跨機關協調整合高公局等主管機關，組
織 Line 群組及即時聯繫協調通報，處理各項交通狀況，提供民眾交
通安全與順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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